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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现状



立模墙板（蒸压陶粒砼墙板） ALC墙板

挤压墙板

l 根据材料、生产工艺划分：

    立模墙板、ALC墙板、挤压墙板；

l 华南应用情况：

挤压板产能：1000万平方米；

     立模蒸压板：500万平方米；

     ALC板：300万平方米（以公建居多）；



1、挤压内墙板

产品优点

1、工厂投资小、生产工艺简单（单厂产能20~40万方/年）；

2、生产规格调整灵活（根据尺寸切割）；

3、价格便宜，市场份额较大。

产品缺点

1、产品吸水性、软化系数、强度、抗折性较差，不宜使用

厨卫潮湿环境；

2、受生产工艺影响内加4条钢丝，整体性较差易断裂；

3、板材精度收地面平整度影响，整体精度较差；

4、产品养护周期长（28d），养护期过短易开裂。



产品优点

1、生产自动化程度高，人工成本低；

2、板材自重轻，运输及安装方便、减轻结构荷载，对防治

结构应力裂缝有效；

3、生产灵活，与高精砖共线混合生产。

产品缺点

1、产品堆放养护周期长（14天）；

2、产品吸水率、软化系数、强度、隔音等指标较低，不宜

使用于厨卫潮湿环境和分户墙（需做隔音处理）；

3、受生产工艺影响无异型板、压槽等防开裂节点；

4、实心墙板水电开槽易穿透，修补难度大隔音受影响；

5、钢丝切割表观粉尘多，贴砖、刮腻子需做界面处理。

2、ALC内墙板



3、立模内墙板

产品优点

1、产品强度、软化系数、干缩值、吸水率、隔音等各项性

能指标好；

2、空芯构造，有利于水电开槽及隔音；

3、有异型构件、抗裂构造节点。 

产品缺点

1、设备自动化程度低，人工依赖度高；

2、板材重量较大，运输成本高，施工安装劳动强度较大；

3、市场售价较高，市场竞价无优势。



二、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企业精神：“诚信、优质、高效、严谨” 

管理力量 ： 各类管理人员35人

产业化安装：以自有工人为主。

立模产能：4条生产线（年设计产能160万平方，华南地区首位）

合作客户：万科地产、碧桂园、华润、绿景、招商、龙光、人才安居、中建三局、中建四局等



工程案例

万科云城（60万方）

碧桂园天林名苑

华润润府三期（纯供货）

万科星城（30万方）

绿景喜悦荟南区

碧桂园凤凰公馆



工程案例

万科金域中央（20万方）

碧桂园福永二期

万科宝澜雅苑（15万方）

五矿招商鹭山府 万科双月湾

世茂深港国际中心

单月实施过最大供应：供货安装量12.5万平方米，行业第一！



排  版  图 A户型（房间）墙板安装 B户型（客厅）墙板安装

吊挂试验 防潮性试验 部品展示

清水样板展示



三、产品介绍（立模）



       2、3种板型满足建筑需求，设计、运输、施工需求（95mm厚度，长度定尺加工）；

 标准空心板                         T型板                         L型板

1、原料组成、规格尺寸

1、预制内墙板：水泥、页岩陶粒、砂、磨细沙、纤维、外加剂、水等原料组成，

内置冷拔低碳钢筋网片，具有强度高、耐火隔音等性能特点；

页岩陶粒钢筋网片

各生产厂家厚度及TL型板规格不一致，墙板工程宜先确认单位后深化图纸。

磨细沙 纤维



2、墙板生产工艺：

高温高压蒸养8小时（强度等同于28天标准养护），板材性能更优！

①搅拌混凝土

②浇筑混凝土

③压制侧向凹槽

 ④抽取芯管

 ⑤恒温初养

⑥ 推板脱模

 ⑧高温蒸压

⑦分类打包

⑨分类堆放



序号 比对项
蒸压立模墙板
（空心板）

挤压墙板
（空心板）

ALC墙板
（实心板）

陶瓷墙板
（实心板）

备注

1 抗震烈度 8 7 7 7 蒸压立模板实体模型达到8度，其他种
类产品说明是7度，未见报告

2 抗压强度（Mpa) 10~20 5~10 5~7 4-7 抗冲击、吊挂重要指标

3 含水率(%) 4~5% 6~8% 7~10% 1~2% 指标越低，越防潮，控制发霉、渗
漏的重要指标

4 软化系数 0.83~0.9 0.83~0.9 0.6~0.8 0.9~0.98 指标越高，泡水后的强度降低越小

5 单板隔音(dB) 大于45 大于45 35~38 35-38 ALC墙板无抹灰隔音性能差

6 干缩值（mm/m) 0.24~0.3 0.28~0.45 0.6~0.8 0.1~0.2 控制因材料收缩产能裂缝的重要指
标

7 耐火极限（h） 大于2 大于2 大于3 小于1 陶瓷墙板结构为封闭小孔，高温下
气体膨胀后会爆裂（半小时)

8 单点吊挂力（N） 大于1500 大于1500 小于1000 小于1000 ALC、陶瓷板因强度低，吊重物要
特殊处理

9 配筋 双层双向 4根单向铁丝 单层双向 无

10 100厚面密度
（kg/m³） 95~105 105~115 65~75 35-40

面密度轻对结构应力变形产能的墙
体裂缝有防止作用，板材重要考虑
构造柱间距、长跨度梁挠度等。



序
号

比对项
蒸压立模墙板
（空心板）

挤压墙板
（空心板）

ALC墙板
（实心板）

陶瓷墙板
（实心板）

备注

1 生产描述

硅酸盐水泥、页岩陶粒、砂、
磨细砂、发泡剂、减水剂、
纤维等，经浇筑成型（内配
制双层双向钢筋网），恒温、

高温高压养护

水泥、黏土陶粒、矿渣、砂、细石，
采用干硬性拌制方式地面挤压成型，

内 配置双层单向铁丝）

砂、石膏、少量水泥等，经过研磨
铝粉发泡，蒸压成型，内配单层双

向钢网

陶瓷抛光泥、矿渣尾泥等固废
料，经1200度高温烧制发泡瓷

化而成；

2 施工标准
材料、施工执行有标准及技

术规程
材料、施工执行有标准及技术

规程
现有标准只有厂房施工图集（钢连

接）
新材料、暂无

3 异型件
（T/L） 有 有 无 无

转角、门洞处理
ALC要重点防控。

4 开裂性
对比

交付后易开裂位置：长墙、
东西向与结构交接处（主要
是平接）、施工砂浆不密实

处    

交付后易开裂位置：长墙、结
构交接处、板面（瓷砖出现过
板面收缩造成的拉裂现象）、

施工砂浆不密实处

交付后易开裂位置：结构交接
处、顶部、切割板拼接处（切
割后板为平口，安装难挤浆）、
门垛、转角及丁字墙平接处
（因无T/L件，只能硬拼）

无裂缝

ALC无开裂，但
因耐火、瓷化
易脆、隔音、
造价高等问题
没有大范围推
广

施工阶段：户均1~2条；  施工阶段：户均1~2条；  施工阶段：户均1~2条；  无

移交精装修阶段：2~5条； 移交精装修阶段：5~10条； 移交精装修阶段：2~5条； 无

装修交付阶段：户均1~2条； 装修交付阶段：户均4~8条； 暂无数据 无 

交付后：户均小于0.2条； 交付后：户均小于2条 暂无数据 无

5 防潮性 吸水低 产生毛细吸水现象 产生毛细吸水现象 不吸水

6 面层装饰
可直接腻子及贴砖，与水泥

有较好相容性
可直接腻子及贴砖，与水泥有

较好相容性
表面要做界面处理，不可以直

接腻子或贴砖
要采用瓷砖粘结剂

7 管线预埋
中空构造，方便开槽，板面

破损小，修补方便
中空构造，方便开槽，板面破

损小、修补方便
实心构造、开槽对板材破损大，

修补难，防止修补开裂

实心构造、开槽对板材破
损大，修补难，防止修补

开裂

8 安装效率 25m²/工日 25m²/工日 25m²/工日 35m²工日



u立模墙板原材料采用水泥、页岩陶粒等现浇砼生产工艺，材料密实隔音好；

u立模墙板截面为空心构造，有效增加空气隔音及敲击隔音效果；

u ALC墙板125/150/175未粉刷砂浆隔音未能达到45分贝，不可设计应用分户墙体。

隔音46dB

ALC墙板隔音性能指标表

立模墙板隔音性能



u C20陶粒混凝土现浇成型，产品不吸水（防水材料）；

u软化系数高，厨卫潮湿环境墙板性能稳定，抗开裂效果更优。

软化系数0.84 防潮水池



四、深化设计



控制点1：精装图纸在项目开工前出图；

控制点2：墙板深化图在±0.000之前完成

（墙板深化与铝模深化同步进行）；

控制点3：总包电气施工图标注预留管线定位

（墙板深化包含水电点位位置调整）

预 制 墙 板

结 构 梁

预埋接驳口与内墙板偏位

1、深化设计流程



u立模墙板强度高，砼强度为C15；

u板材设计考虑充分，60mm实心部位门洞安装（可固定防火门套）；

u墙板深化设计以门边墙板为标准往两端排版。

2、深化设计（门洞墙板安装）

60mm实心宽度

电梯门样板实施（重1T）



u我司在广州大学抗震中心实体模型4.5米净高可抵抗8级地震；

u我司5.7米净高安装可不设置圈梁（碧桂园茶山首府应用）；

u墙体超过4.8米设置构造柱（墙板先行安装，构造柱后浇筑）。

3、深化设计（商业长墙方案）

深圳万科云城商业应用



4、深化设计（墙体挂重方案）

u C20砼强度，单点吊挂力可达1500N以上；

u 25mm单侧壁厚可根据挂重选择适用规格工具及材料安装（详指导书）；

u有特殊需求我司可定制实心墙板，安装更加牢靠。



5、深化设计（铝模深化配合事项）

控制点：

u墙板与主体连接设计预留压槽

u门洞过梁墙体现浇砼下挂

u长度超过3.6米墙体设置构造柱隔断（住宅类）

u消防栓、电箱、电梯筒等现浇构造墙（不宜墙板安装部位）



6、深化设计（技术节点）

排版连接方案 空心墙板开口预埋管线



五、施工管理



1、现场配合

（1）场地需求

l 材料进场道路：13米平板车运输至塔吊覆盖范围；

l 塔   吊  运  输：墙板材料工地卸货需塔吊配合（常规叉车卸货）；

l 施   工  电  梯：墙板夜间运输上楼、垃圾清理运输；

l 墙板临时堆场：现场提供200m²临时堆场

  （运输至施工电梯口平顺无坎道）；

l 安装辅材仓库：主体结构首层内部提供20~30m²辅材堆放仓库。

 （2）工作面移交

l 楼层施工场地垃圾清理干净；

l 防水反坎浇筑（砼强度C25）；

l 专业测量组放线（墙体定位线、300mm放大线；根据主体精度调整）；

l 楼层具备水电接驳口； 楼层运输

车辆运输

总包根据主体结构偏差调整放线，避免墙板与主体错台，减少打磨修补工作



2、墙板施工辅材介绍

墙板施工辅材清单

辅材名称 配置数量 规 格

干拌砂浆 约12kg/m²
1、抗压强度/28d: 15mpa
2、14d拉伸粘结强度:≥0.7MPa
3、28d收缩率:≤0.3%

抗震胶垫 2个/标准板 32*20*30mm

木楔 2对/标准板 45(W)*250(L)*3-40mmT

L型卡码 1个/墙板 100*100*25（宽）*2mm（厚）

PE堵芯棒 1段/孔 随墙板孔芯

耐碱网格布 按拼缝长度*1.05 80mm宽（面密度≥160g/m²）

L型卡码

PE棒

木楔

耐碱网格布

干拌砂浆 抗震胶垫

砂浆的性能对于内墙板开裂风险影响非常大！



①复线 ②切割 ③装抗震胶 ④侧面批浆 

⑤立板 ⑥调整 ⑦检查量测

3、墙板施工工艺：

⑧装L形卡码



⑩补底缝 ⑪退木楔补缝 ⑫水电开槽

⑬水电安装 ⑭挂网补缝 ⑮安装效果

⑨连续安装



4、墙板安装防开裂措施：

u 放       线： 书面移交，100%复线；

u 复       尺：100%结构尺寸复核； 

u 切       割：统一切割，弹线切割；

u 辅材安装：立板前先安装PE棒、抗振胶垫；

u 墙板安装：竖缝、顶缝挤浆安装，勾缝处理，严禁空缝、假缝；

u 墙板测量：随装、随测、随调整，严禁安装后扰动；

u 灌       缝：底部灌缝前必须用水冲洗干净，灌缝必须密实、分二次灌缝；

u 木       楔：木楔必须间隔7天后才允许取出，禁止提前扰动；

u 开       槽：安装完成14天后才允许开槽，使用专业工具，先放线再开槽；

u 修       补：管线安装后间隔7天才允许抗裂修补砂浆的施工。

材料性能优、深化设计前置、工序管控到位，墙板工程质量有保障。



管理要点：

l 信息牌上墙，可视化监控各工序技术间歇时间执行；

l 劳务班组随装随测，现场质检安装完成100%复检并记录存档

（实测实量记录表）；

l 现场抽芯：不定时随机抽查验收，保障拼缝砂浆饱满。

现场抽芯检查 拼缝满浆满缝实测实量记录表信息牌上墙

5、墙板施工 安装质量管理：

板材含水率检测



6、墙板施工工期及劳动力安排

劳动力安排说明：

u 运板工           （2人）：含运板、清理垃圾

u 安装工           （3人）：含墙板安装、退木楔补缝、水电开槽、水电补缝；

u 挂网补缝工    （1人）：挂网补缝；两栋楼配一人；

u 现场管理人员（1人）3~4栋配一名管理员；

u 墙板流水施工4~5天一层楼，进度与现场主体匹配（总包：水电施工需在开槽后6天内完成）

单层墙板安装计划表



六、质量通病分析及防治



1、裂缝分析：

裂缝原因分析

序号 原因分类 问题描述 备   注

1 产品材料
安装前含水率过大
墙板干燥收缩值大，安装后容易开裂（收缩值≤0.3mm/m）
墙板含水率大，冬季干燥气候水分流水易收缩开裂

2 深化设计

分户墙长度超过3.6米未设置构造柱，墙体收缩应力大
长墙部位主体结构梁设计偏小，挠度变形大对墙板造成弯压开裂
转角连接部位未设置T、L型转角墙板，拼接部位易开裂
未现浇门洞挂板，采用门头板工艺易开裂（叠合楼板部位不能现浇下挂）
东西向窗边/阳台分户墙体阳光照射足，容易冷热涨缩开裂

3 辅材性能
专用砂浆性能指标低
（抗压强度≥15MPa、28天粘接强度≥1.0MPa、柔韧性≥1.0mm/m）
耐碱网格布质量不达标（面密度≥160g/m²）

4 施工控制
安装过程砂浆不饱满，出现空缝、假缝现象
退木楔、开槽、挂网等工序技术间歇时间不足（抢工期项目特别明显）
未按排版图施工 ，造成水电开槽破损大，墙板扰动大

墙板拼接部位精装修施工采用牛皮纸带粘贴，有效减少开裂（星城项目部分楼栋应用）



2、修补方案（碳纤维修补工艺）：

序号 施工工序 技术要求 图片说明

1
凿开面层    
基层处理

1mm以下的裂缝可直接使用调配好的
碳纤维胶水直接均匀涂刷；1mm以上
的裂缝采用调配的修补材料进行缝
隙密实（普通硅酸盐水泥+腻子粉
+108胶水，调配均匀）；

  

2
涂刷胶水    

贴碳纤维网或
嵌缝布带

采用专用碳纤维胶水对裂缝表面来
回涂刷均匀（碳纤维胶水比例为
2:1）；采用毛刷将胶水均匀涂刷在
裂缝处；

  

3 面层恢复

1、第一遍碳纤维胶水涂刷完成后贴
上嵌缝布带，再次用毛刷涂压平整
无气泡（缺板粘结无空鼓）；2、贴
完嵌缝布带后在表面上均匀撒沙子；
使表面粗糙与腻子粘接； 

  



4
腻子恢复      
腻子打磨

1、上述步骤完成后48小时内做腻子恢
复（两遍腻子恢复）2、腻子恢复后，
待腻子干透后进行腻子打磨平整

  

5   油漆面恢复
腻子到完成后进行一遍底漆涂刷；底
漆涂刷完成后，待底漆面干后进行面
漆涂刷(两遍） 

 



安装辅材

  

碳纤维胶水 水泥 腻子粉

碳纤维胶水使用应含相关检验检测报告 42.5R普通硅酸盐水泥 专用内(外)墙腻子粉

  

炭纤维布 108胶水 毛刷

炭纤维布使用应含相关检验检测报告 建筑108胶水 2寸：刷毛宽：mm，刷毛长：42mm

   

抹灰刀               灰铲刀  

不锈钢抹灰刀：长：220mm宽：40mm 规格：3”，宽度：50-75mm

维修辅材应用：



材料检测报告

碳纤维胶水检测报告：



碳纤维布检测报告：



谢谢观赏


